
微课程名称 负责人 奖项 单位 承建教师
打开节日之窗 迎接文化之光——小学英语节日文化主题微课集 谢莎莎 一等奖 台州市双语学校 【xss280028】谢莎莎 
拓展美术课程  开发乡土资源系列微课程——桃渚 迷人的地方 杨明珠 一等奖 临海市桃渚中学 【ymz234269】杨明珠 
小数乘法 苏林平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jjsulp】苏林平 
基于教材实验的探究及创新课程 蒋尚燕 一等奖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中学 【jsy020731】蒋尚燕 【jsy020731】廖诗亨 【jsy020731】郑灵霞 【jsy020731】王青春 【jsy020731】贺泊 
学会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 杨艳琴 一等奖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yyq14470X】杨艳琴 
回浦实验小学一年级写字入门辅助微课程 周彩娣 一等奖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zcd063642】周彩娣 
基于UBD理论逆向教学设计微课程 张高淞 一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 【dxxxzhanggs】张高淞 【dxxxzhanggs】蔡丽娜 【dxxxzhanggs】许剑波 
偏旁教学 蒋永波 一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 【dxxxjiangyb】蒋永波 
玩转色彩 戴莎莎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通巨幼儿园 【dss250021】戴莎莎 【dss250021】王丽红 【dss250021】夏雅丹 【dss250021】刘茜茜 【dss250021】李爱芬 【dss250021】缪倩 
探秘科技馆--初中科学篇 蒋晓晴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jxq170067】蒋晓晴 【jxq170067】徐冰 【jxq170067】高柳笛 【jxq170067】王丹 【jxq170067】缪玲芝 
基于虚拟实验室环境下的科学微课案例 陈登科 一等奖 仙居县第二中学 【cdk164617】陈登科 
快乐陶艺 王新华 一等奖 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 【wxh100037】王新华 【wxh100037】张希程 【wxh100037】俞文婷 
点面结合的写作方法 何巧月 一等奖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hqy825100】何巧月 
wow实验室——空气秘密 林忆 一等奖 温岭市中心幼儿园 【15372110502】林忆 【15372110502】陈颖双 【15372110502】陈霄 【15372110502】金慧丹 
the 24 Solar Terms 林吉 一等奖 临海市白水洋中学 【lj295822】林吉 
There be 句型的应用系列 陈玲玲 一等奖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ttcll】陈玲玲、徐心怡、庞俏俏 
四年级上册同步作文指导 陶峰 一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四小学 【zgsxtf】陶峰 【zgsxtf】林丹丹 
中国民歌 董湘卿 一等奖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dxq168883】董湘卿 
小学语文句式变换 王巧红 一等奖 临海市东塍中心校 【wqh012342】王巧红 
思维导图在二年级数学复习教学中的应用 潘利慧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plh214344】潘利慧 
多彩戏趣课程 赵莉莎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章安中心幼儿园 【zls250049】赵莉莎 
集绘本精华，开启蒙之旅——小学英语绘本启蒙微课集 王超 一等奖 台州市双语学校 【wc113126】王超 
竹风竹韵竹趣 朱湘云 一等奖 河头镇中心幼儿园 【zxy233061】朱湘云 
南方水田传统农具 戴梦兆 一等奖 玉环市干江镇中心小学 【dmz282048】戴梦兆 
食不可待 李梦洁 一等奖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lmj081868】李梦洁 
团花剪纸 俞晶晶 一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林迪生小学 【yjj28078X】俞晶晶 
“纸”喜欢你 周旭红 一等奖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渔岙分园 【zxh110026】周旭红 【zxh110026】熊维莉 【zxh110026】支超 【zxh110026】何菁菁 
高中英语阅读核心词汇新视野 王茂良 一等奖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中学 【wml263936】王茂良 【wml263936】蔡巧玲 【wml263936】何香女 【wml263936】王艳玲 【wml263936】卢瑞红 
初中科学重难点突破课堂 徐茜茜 一等奖 北大附属台州书生中学 【xqq017221】徐茜茜 
高中英语”障碍阅读”突破（二） 张宝珍 一等奖 浙江省三门中学 【smzhangbz】张宝珍 【smzhangbz】陈静谊 【smzhangbz】张佩佩 【smzhangbz】周爱菊 【smzhangbz】孙惠云 
沙世界 陈涵 一等奖 玉环市机关幼儿园 【ch250044】陈涵 【ch250044】施琼安 【ch250044】黄敏超 【ch250044】郏程晓 
渔味快乐小厨 陈琛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加止中心幼儿园 【cc072026】陈琛 【cc072026】王素素 
初中英语专项学习  ---被动语态 沈海泓 一等奖 临海市临海中学 【shh525028】沈海泓 
习作教学中的动作描写 李敏珍 一等奖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tzxyl_lmz】李敏珍 
数据的分析 李秀英 一等奖 临海市灵江中学 【lxy150302】李秀英 
趣味学语法 许霞飞 一等奖 临海市白水洋镇白水洋小学 【xxf111409】许霞飞 
颜真卿多宝塔碑笔画进阶教学 黄健 一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 【黄健hj】黄健 
国画入门 邱莎纳 一等奖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qsn210543】邱莎纳 
百变“纸” 杨仙娥 一等奖 玉环市沙门镇中心幼儿园 【yxe102785】杨仙娥 
爱有道  育有方——亲子辅导小技巧 潘利萍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 【yjxxplp】潘利萍 【yjxxplp】严美娟 【yjxxplp】李海忠 【yjxxplp】包海凤 【yjxxplp】王晓娇 
快乐弹唱 洪华美 一等奖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hhm29202x】洪华美 【hhm29202x】罗雅妮 
大玩家 莫亚奇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通巨幼儿园 【jjmyq】莫亚奇 【jjmyq】刘群 【jjmyq】周玲丽 【jjmyq】陈晨 【jjmyq】虞冰 【jjmyq】郑琳凡 
影子密码 柯爱琦 一等奖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幼儿园 【KAQ11004X】柯爱琦 【KAQ11004X】陈安恬 【KAQ11004X】颜丹妮 【KAQ11004X】林琴 【KAQ11004X】毛玲瑶 
绘本写话 张兰芳 一等奖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zlf121746】张兰芳 
男衬衫缝制工艺 郑依妮 一等奖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zyn180523】郑依妮 【zyn180523】金成翔 【zyn180523】王智宇 
四边形系列微课程 杨灵君 一等奖 台州市路桥小学 【ylj313032】杨灵君 【ylj313032】梁琰 
小图形，大智慧——人教版数学五年级下册长方体系列拓展课程 杨灵君 一等奖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ylj274701】杨灵君 
三视图补线思维方法 何波 一等奖 台州市黄岩中学 【hyzxhb】何波 【hyzxhb】陈湛 【hyzxhb】杨海红 【hyzxhb】吴卫新 
古诗词串联 蒋佳洁 一等奖 台州市月湖小学 【jjj210629】蒋佳洁 【jjj210629】冯静洁 【jjj210629】赵永攀 
信息万花筒 杨霄霄 一等奖 临海市涌泉镇中心校 【yxx296937】杨霄霄 
海洋主题手工小制作 郭娴欣 一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加止中心幼儿园 【gxx07102X】郭娴欣 【gxx07102X】林施施 
学描写技巧  展人物神韵 钱叶斐 一等奖 临海大洋小学 【qyf073641】钱叶斐 
山川秀美 高军 一等奖 临海市临海中学 【gj225322】高军 
核电厂通用机械设备（静机） 张娟 一等奖 浙江省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zj221924】张娟 【zj221924】李斌 【zj221924】郭磊 【zj221924】杨雨欣 【zj221924】庞心颖 【zj221924】包剑伟 
中班体验式安全教育 金一 一等奖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jy021827】金一 
扑克牌玩转数学教学 盛伟佳 一等奖 温岭市松门镇第三小学 【ssswj】盛伟佳 【ssswj】盛伟佳 【ssswj】朱刚阳 【ssswj】江鸿 
小讲师来讲题 王辉 一等奖 仙居县横溪镇中心小学 【wh251677】王辉 【wh251677】王钰荥 【wh251677】应俊 【wh251677】陈梦霞 
读诗词听故事 林彩珍 一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实验小学 【lcz055862】林彩珍 【lcz055862】陈静 
我的身体会唱歌——身体打击乐 王蓓蓓 一等奖 临海市括苍镇中心校 【wbb130022】王蓓蓓 
心花“怒”写 徐燕清 一等奖 台州市路桥小学 【xyq505004】徐燕清 
全等三角形 金海英 一等奖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jhy156985】金海英 【jhy156985】胡珍珍 
中华传统节日 奚友舜 一等奖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四小学 【xys280525】奚友舜 【xys280525】王瑞香 【xys280525】崔泽胜 
多旋翼无人机入门与实践 杨剑峰 一等奖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yjf211253】杨剑峰 【yjf211253】颜一鸣 【yjf211253】吴辉辉 
10以内数的运用 林帆帆 一等奖 临海市机关幼儿园 【lff074700】林帆帆 
田园故事 马慧珍 一等奖 台州市月湖小学 【mhz052427】马慧珍 
围绕单元导读，扎实语文素养 李冬春 一等奖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ldc226145】李冬春 
跟着课外书学作文——小潘梦游记 柯苗珍 一等奖 玉环市龙溪乡中心小学 【kmz171285】柯苗珍 【kmz171285】梁鹏 【kmz171285】林紫丹 【kmz171285】张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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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英语复习专题书面表达之话题复习 沈英姿 一等奖 临海市第五中学 【syz310429】沈英姿 
词语家族寻根记——词语解释的方法 张  琪 一等奖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tzxyl_zq】张  琪 
初中体育教学 汪宇 一等奖 台州市白云中学 【wy31583X】汪宇 
汽车发动机测量 张巧丹 一等奖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zqd218823】张巧丹 【zqd218823】郭恩来 【zqd218823】张仁祥 【zqd218823】卢美玲 【zqd218823】江韶华 
玩转修辞手法 仇婉瑶 一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cwy250043】仇婉瑶 【cwy250043】郑怡 
初中科学中的科学史系列 葛小燕 一等奖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gxy278885】葛小燕 
平面图形的认识与计算 林安娜 二等奖 温岭市温峤镇第二小学 【lan082144】林安娜 【lan082144】陈婷婷 【lan082144】陈微佳 【lan082144】林安娜 【lan082144】谢佩佩 【lan082144】林光 
路桥灰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张译尹 二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黄琅学校 【zyy162221】张译尹 【zyy162221】潘敏燕 【zyy162221】滕婉贞 【zyy162221】陈芝 【zyy162221】陶志国 【zyy162221】王 懿 【zyy162221】罗彬芯 
小数的认识 金吟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jy092928】金吟 
“变废为宝”纸杯创意手工 冯凌利 二等奖 临海市临师附小 【fll214728】冯凌利 
生物的变异 谢梦如 二等奖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中学 【xmr275040】谢梦如 【xmr275040】金陈苗 【xmr275040】毛玲玲 
当绘本遇上思维导图 郑雅 二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三小学 【13958685748】郑雅 
中西方节日赏析 梁慧琴 二等奖 临海市邵家渡中学 【lhq263046】梁慧琴 
衍纸画DIY 周林峰 二等奖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小学 【zlf014281】周林峰 
初中科学中的特殊测量 孙方军 二等奖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sfj095989】孙方军 
三阶魔方的还原之路 孙新好 二等奖 天台县平桥镇中心小学 【sxh123118】孙新好 【sxh123118】庞彩君 
黏土小课堂之可爱的小动物 万家懿 二等奖 龙溪乡中心幼儿园 【wjy060027】应丹肖 【wjy060027】魏唯 【wjy060027】万家懿 【wjy060027】张莎莎 【wjy060027】赵蒲兰 
稻谷熟了 黄微微 二等奖 清港镇中心幼儿园 【hww243027】黄微微 【hww243027】沈秀丽 
诗经 中的花草意象 张灵侠 二等奖 浙江省仙居中学 【zlx24266X】张灵侠 
基于科学探究的圆周课堂 何秋霞 二等奖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中学 【hqx200040】何秋霞 【hqx200040】陈倩玉 【hqx200040】姜伟 【hqx200040】叶芝莲 【hqx200040】刘先兵 
艺术中的历史 陈娇 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cj293144】陈娇 【cj293144】杜培 
有关葡萄的STEAM生物化学实验课程开发 邱永彬 二等奖 台州市第一中学
户外游学英语 陈红月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jjchenhy】陈红月 
爱变身的单词 张鹏飞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zpf133712】张鹏飞 
Animate CC工具箱及常用面板的使用 林菊 二等奖 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lj180060】林菊 
常见图形的面积、体积和数与形的公式推导 陈达宝 二等奖 天台县福溪街道中心小学 【cdb260310】陈达宝 【cdb260310】汪佳维 
音乐知识课堂 林婷 二等奖 温岭市城北小学 【城北林婷】林婷 
光学复习 杨晓 二等奖 黄岩区睿达实验学校 【yx11218x】杨晓 
我们一起学拼音 阮歆婷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实验小学 【rxt110022】阮歆婷 
基于活动经验的平面图形面积课 李茜茜 二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第二小学 【lqq082429】李茜茜 【lqq082429】许晓龙 
思维导图下的科学 观察生物 张颂扬 二等奖 玉环市陈屿中学 【cyzx_zhsy】张颂扬 
“批注式”阅读 陈梦蝶 二等奖 台州市文华小学 【cmd071846】陈梦蝶 
排队中的学问 赵英利 二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中心小学 【jsxxxzyl】赵英利 
有趣的识字 张玲晓 二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照洋小学 【dxxxzhanglx】张玲晓  杨平聪 
搭积木学编程 竺晨恬 二等奖 三门县珠岙镇高枧中心小学 【zct290020】竺晨恬 
趣味小实验，科学大发现 韩伟伟 二等奖 楚门镇中心幼儿园 【hww182464】韩伟伟 【hww182464】陈依琼 【hww182464】林琬婷 【hww182464】许可 【hww182464】朱玲雪 
学思微课堂——牛顿运动定律 刘强 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lq020033】刘强 
角的度量 潘晶京 二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pjj290023】潘晶京 【pjj290023】吴丽娜 【pjj290023】邵雪燕 
初中英语时态学习 王萍 二等奖 临海市邵家渡中学 【wp100865】王萍 高洪萍 
隐藏圆专题 吴帆 二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stzxwf】吴帆 【stzxwf】赵鑫鑫 【stzxwf】江茵茵 
高中物理易错知识系列 王翔 二等奖 浙江省仙居中学 【wx14557X】王翔 
割补法求阴影部分面积 郭其浙 二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中心小学 【guoqizhe】郭其浙 
小数的乘法 周婷婷 二等奖 黄岩区头陀小学 【ztt110041】周婷婷 
送别诗十首 金诗思 二等奖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小学 【jss213506】金诗思 
2019全国各地高考真题分析——细胞那些事 吴和平 二等奖 台州市金清中学 【whp086082】吴和平  孙敏 
光和影的奇妙世界 曹杰艳 二等奖 清港镇中心幼儿园 【cyh01302X】曹杰艳 【cyh01302X】张双双 
PS图像处理 罗建萍 二等奖 浙江省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ljp153222】罗建萍 【ljp153222】俞松松 
非故事文本英语阅读微课程 周鸿 二等奖 台州市文华小学 【zh029069】周鸿 
图像处理 林伟杰 二等奖 玉环市坎门第一初级中学 【lwj301659】林伟杰 
PEP小学英语进行时态全解析 吴斌 二等奖 三门县珠岙镇高枧中心小学 【wb27098X】吴斌 
化学其实很简单 崔海萍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chp092513】崔海萍 【chp092513】叶娴颖 【chp092513】高柳笛 【chp092513】王丹 
走进国家地理—初中历史与社会拓展性课程 周灵敏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zlm040429】周灵敏 
身体的秘密——初中科学拓展性课程 王丹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wd153122】王丹 【wd153122】蒋晓晴 【wd153122】周灵敏 【wd153122】张群萍 
好玩的水 张祎秀 二等奖 温岭市中心幼儿园 【zyx4】张祎秀 【zyx4】王叶影 【zyx4】朱晓红 【zyx4】张白鸥 
高一物理必修一力学易错点解析 徐俊伟 二等奖 温岭市松门中学 【smzx1001】徐俊伟 
Open Composition 侯荷芳 二等奖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hhf095183】侯荷芳 
创意拼豆 韩金淼 二等奖 玉环市实验学校 【hjm030056】韩金淼 
Scratch趣味编程之神笔马良 梁微 二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中心小学 【lwh070928】梁微 【lwh070928】周雅 【lwh070928】林玲 
杯子秀系列微课程 阮玲燕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 【yjxxrly】阮玲燕 
小学低年级钢琴入门教程 曹珠琳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实验二小沿海校区 【czl017064】曹珠琳 
玩转素描 杨建伟 二等奖 浙江省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yjw150037】杨建伟 【yjw150037】奚斌斌 
测量长度 马雪冬 二等奖 临海市尤溪镇中心校 【mxd073641】马雪冬 
新高考写作——概要写作突破 王媚 二等奖 浙江省仙居中学 【wm090029】王媚 
小学语文识字拓展教学之草木篇 王会琴 二等奖 临海市上盘镇中心校 【whq080564】王会琴 
文言断句和翻译 项海燕 二等奖 浙江省仙居中学 【xhy045427】项海燕 
初中科学中的力学难点解决 周桂献 二等奖 临海市杜桥实验中学 【zgx068130】周桂献 【zgx068130】尤美红 
运用“陌生化”手法让论述文写作“一语惊人” 许艳艳 二等奖 浙江临海市回浦中学 【xyy198885】许艳艳 
VB算法与程序设计 汪肖君 二等奖 浙江省天台平桥第二中学 【wxj271461】汪肖君 【wxj271461】范肖霞 【wxj271461】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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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图形的有关知识 许景红 二等奖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xjh230524】许景红 【xjh230524】汤国平 
小学数学文化拓展课堂 余贤科 二等奖 临海市杜桥小学 【yxk186936】余贤科 【yxk186936】王灵芳 
趣玩编程——scratch编程学习 侯依丹 二等奖 台州市文华小学 【hyd015025】侯依丹 
有趣的元音字母 潘雪萍 二等奖 温岭市方城小学 【fcxxpxp】潘雪萍 【fcxxpxp】黄玲丽 
生物的代谢与平衡 徐婷婷 二等奖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xtt185127】徐婷婷 
Flash动画基础学习 马福飞 二等奖 临海市桃渚中学 【mff229058】马福飞 
浙教版信息技术初中阶段部分微课程 梁佳 二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东方理想学校 【lj242549】梁佳 
身边的科学 周莉莉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海门小学 【zll010062】周莉莉 
我们一起学小古文 林艳 二等奖 玉环市城关实验小学 【liny111】林艳 
儿童贝壳线描画 林玲 二等奖 玉环市楚门中心小学 【ll280022】林玲 【ll280022】王爱娣 【ll280022】朱元宵 【ll280022】沈杨芳 【ll280022】章黛环 
语法填空 李晓阳 二等奖 玉环市楚门镇第一初级中学 【lxy092485】李晓阳 
薯与你 郑梦晨 二等奖 清港镇中心幼儿园 【zmc183023】郑梦晨 【zmc183023】吴柳佳 
初中英语常见易混淆词汇辨析 董文君 二等奖 天台县三州中学 【dwj214641】董文君 
The phonics of a e i o u 鲍敏芝 二等奖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小学 【bmz101661】鲍敏芝 
七年级科学（生物部分） 包秀秀 二等奖 临海市大洋中学 【bxx026941】包秀秀 
常见平面图形的认识及其周长和面积的计算 张振强 二等奖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zzq263152】张振强 【zzq263152】严丽娅 【zzq263152】范昌震 
认识时间 阮萤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城市港湾校区 【ry214922】阮萤 
初三科学化学复习 陈一鸣 二等奖 温岭市温西中学 【cym064024】陈一鸣 【cym064024】马温馨 
神奇的水 曹莹 二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箬山小学 【rsxxcy1】曹莹 【rsxxcy1】王艳燕 【rsxxcy1】陈珊珊 【rsxxcy1】徐幸子 【rsxxcy1】卢宏伟 
科学测量 叶金花 二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中学 【zgez074】叶金花 【zgez074】赵文琪 【zgez074】钟海彬 【zgez074】姜星星 
丝竹情韵  周丹群 二等奖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zdq057026】周丹群   林伯男 
翰墨飘香 国韵悠扬 褚雅霞 二等奖 天台县石梁学校 【cyx270540】褚雅霞 【cyx270540】丁焕翔 【cyx270540】陈晓萍 
3dsmax 基础教程 蔡世满 二等奖 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hyezcaism】蔡世满 
娜娜和你一起学几何画板 葛巍娜 二等奖 天台县始丰街道中心小学 【gwn031823】葛巍娜 
趣玩纸 徐燕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xy074920】徐燕 
全等三角形 陈英辉 二等奖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cyh143514】陈英辉 
大气压重难点突破之系列教学 李洁 二等奖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lj200029】李洁 
玩转数学——巧数图形 王瑶 二等奖 温岭市横峰小学 【横峰王瑶】王瑶 【横峰王瑶】莫玲超 
Funny Phonics 黄菁菁 二等奖 玉环市沙门镇中心小学 【hjj16278X】黄菁菁 
小学数学一年级解决问题系列微课程 莫玲玲 二等奖 温岭市新河镇长屿小学 【莫玲玲mll】莫玲玲 【莫玲玲mll】梁雪奇 
数列的热点问题 杨齐添 二等奖 台州市新桥中学 【yqt128874】杨齐添 【yqt128874】叶静晨 【yqt128874】陈培华 【yqt128874】曹丹萍 
一般应用题 林媛慎 二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中心小学 【lys122023】林媛慎 
趣味学语基 周佩珍 二等奖 临海市江南中心小学 【zpz123501】周佩珍 
初三化学实验集锦 王柳萍 二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初级中学 【lpzx_wlp】王柳萍 
跟着传统节日学古诗 潘静怡 二等奖 黄岩区新前街道中心小学 【xqzxpanjingyi】潘静怡 【xqzxpanjingyi】徐冬平 
我为祖国妈妈过生日之民族一家亲 蒋敏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通巨幼儿园 【jm021824】蒋敏 【jm021824】郑喜 【jm021824】朱弋阳 【jm021824】黄玲玲 【jm021824】叶听雨 【jm021824】周群瑛 
算法与程序设计--基于计算机思维的培养 王媛媛 二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第四中学 【wyy062088】王媛媛 
大数的认识 陈如意 二等奖 天台县福溪街道中心小学 【cry160329】陈如意 【cry160329】葛永凯 
小学习作阶梯性训练 单洁琼 二等奖 临海市白水洋镇白水洋小学 【sjq136226】单洁琼 
萌娃爱科学之嬉水小实验 lxd110140 二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实验幼儿园 【lxd110140】lxd110140 【lxd110140】金庆青 【lxd110140】陈彤 【lxd110140】马莎莎 【lxd110140】罗雅琪 
“滑动变阻器的角色转换”复习课 陈范 二等奖 温岭市温西中学 【stzxcf】陈范 
素描五官（眼睛、鼻子、嘴巴、耳朵） 贾天琪 二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东方理想学校 【jtq273021】贾天琪 
悠悠老师“话”诗词——关于小学古诗词那些事 洪悠悠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中心小学 【hyy273148】洪悠悠 
趣味数学 冯莉娜 二等奖 临海市大田中心幼儿园 【fln034261】冯莉娜 
多边形的周长与面积 王铭 二等奖 临海市涌泉镇中心校 【wm173125】王铭 
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之多样化描写 吴珊珊 二等奖 温岭市松门镇第四小学 【wss215128】吴珊珊 【wss215128】陈慧慧 【wss215128】江叶 
图解初一地理知识 丁红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三甲中学 【jjsjdh】丁红 
水的“变变变”微课程 陈群英 二等奖 温岭市箬横镇中心小学 【rhxx097】陈群英 
小学低段班级合唱教学 廖丹 二等奖 温岭市锦园小学 【ld236520】廖丹 
长方形和正方形 徐灵青 二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小学 【xlq032940】徐灵青 
“电”系列 梁佳茜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实验小学 【ljq312523】梁佳茜 
趣味彩泥 冯明民 三等奖 玉环市清港镇中心小学 【fmm252028】冯明民 【fmm252028】陈飞云 【fmm252028】陈慧云 【fmm252028】郑婧蕾 【fmm252028】黄淼 【fmm252028】吴晓晓 
初中几何分类讨论系列微课 郭娇玲 三等奖 临海市永丰镇中学 【gjl031404】郭娇玲 【gjl031404】翁灵春 【gjl031404】赵玲英 【gjl031404】陈雪琴 【gjl031404】蒋巧敏 【gjl031404】虞茜雅 
锦囊妙计解有理数运算 姜薪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三甲中学 【jjsjjx】姜薪 
第四章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胡嘉影 三等奖 浙江省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hjy140922】胡嘉影 【hjy140922】卢晶晶 【hjy140922】周彬彬 【hjy140922】黎欣鑫 
氢氧化钠变质系列问题 曹纪明 三等奖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cjm244673】曹纪明 【cjm244673】李敏 【cjm244673】冯丽雅 
小学数学立体图形微课程系列 周金女 三等奖 临海市杜桥小学 【zjn029083】周金女 【zjn029083】陈美丽 【zjn029083】张先玉 【zjn029083】蔡琴琦 【zjn029083】王海凤 【zjn029083】周爱芳 
三年级初始习作之“观察与表达”系列微课程 夏美珍 三等奖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xmz024684】夏美珍 
趣学Scratch：从数学例子到游戏设计 谢丹雅 三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箬山小学 【rsxxxdy】谢丹雅 【rsxxxdy】徐嘉蔚 【rsxxxdy】谢美红 【rsxxxdy】付阳阳 【rsxxxdy】彭均莹 
八下单元话题口语课 金玲丽 三等奖 临海市汛桥镇中学 【jll073040】金玲丽 
神权下的自我 张涛 三等奖 台州市第一中学 【zt171617】张涛 【zt171617】蒋兆强 【zt171617】屠凤仙 【zt171617】尹海胜 【zt171617】朱海鹏 
修辞手法专项训练课 项海燕 三等奖 临海市桃渚中学 【xhy258566】项海燕 
搭配问题 张建 三等奖 临海市汛桥镇中心校 【zj23187x】张建 
角的初步认识 陈金晓 三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中心小学 【cjx282344】陈金晓 
身体素质拓展练习——快乐梯绳　 张金红 三等奖 玉环市环山小学 【zhangjh111】张金红 
初中科学拓展课程 -- 3D建模的应用 奚圣和 三等奖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xsh】奚圣和 【xsh】林后闯 【xsh】王式笑 
美国节日知多少 徐柳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xl063126】徐柳 
小学数学之数学广角 余曼 三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林迪生小学 【ym052729】余曼 

2



神奇的拼音王国 毛琳春 三等奖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mlc126944】毛琳春 
数学广角的解决策略 胡安娜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实验小学下陈校区 【han314007】胡安娜 
小学同类古诗词比对教学 于娅 三等奖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yy040300】于娅 【yy040300】鲍丽珍 【yy040300】金洪标 
我的系统识字课 林海燕 三等奖 温岭市滨海镇中心小学 【林海燕】林海燕 
数控车床编程与加工技术 张俊 三等奖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zj201613】张俊 【zj201613】郭冬梅 【zj201613】黎倩倩 【zj201613】张合伟 【zj201613】龙港明 
当扑克撞上数学游戏 徐肖肖 三等奖 温岭市中心幼儿园 【徐肖肖】徐肖肖 【徐肖肖】孙露露 【徐肖肖】应玲丹 【徐肖肖】庄丽君 【徐肖肖】陈军敏 
解析几何微专题 陈秀丽 三等奖 台州市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cxl132360】陈秀丽 
衍纸生花 邵琬茜 三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林迪生小学 【swq240067】邵琬茜 【swq240067】穆名名 
高一物理易混淆问题比较 王燕燕 三等奖 浙江省三门中学 【smwangyy】王燕燕  卢巧丹 
曼妙琴音 萦绕钢琴小课堂 陈宇鹏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小学杨司校区 【jjcyp2】陈宇鹏 
综合探究二：从地球仪上看世界 朱小伟 三等奖 温岭市温中实验学校 【wzsyxx039】朱小伟 
Tello无人机编程系列微课程(一) 林海 三等奖 玉环市城关中心小学 【lh070010a】林展锋 【lh070010a】赵素弟 
同步课堂 倍的认识 林媛慎 三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中心小学 【lys122023】林媛慎 
全等三角形之基本模型 乐雪英 三等奖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lxy197704】乐雪英 
圆的知识及练习 陈震亨 三等奖 临海市沿江镇中心小学 【czh124047】陈震亨 
我眼中的诗（词）人 陈蒙 三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第四中学 【cm052121】陈蒙 
英语中的形容词 陈琳丹 三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第三中学 【cld076726】陈琳丹 【cld076726】林珊 【cld076726】林珂伊 【cld076726】叶颖颖 【cld076726】王洋 
高中历史主观题类型特点及解题技巧 王荣 三等奖 台州市三梅中学 【wr203136】王荣 【wr203136】金茜茜 【wr203136】张辰 
汉字里的中国 冯春琴 三等奖 临海市汛桥镇中学 【fcq084681】冯春琴 
高考作文审题特训 张莉萍 三等奖 临海市灵江中学 【zlp111329】张莉萍 
小学英语四年级段语音教学 吴巧敏 三等奖 临海市东塍中心校 【wqm016285】吴巧敏 
川流不息——河流专题突破 褚婉余 三等奖 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cwy271420】褚婉余 
巧学数学——画线段图 金凌云 三等奖 临海市杜桥小学 【jly130304】金凌云 【jly130304】王灵芳 
知己、析题、破模 ———地理高考题讲解 江妹 三等奖 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jm066642】江妹 
在预测中阅读童话故事 陈姝敏 三等奖 天台小学 【csm030544】陈姝敏 【csm030544】王俏雅 【csm030544】余天武 
数学星球 蔡丹丹 三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蔡丹丹】蔡丹丹 【蔡丹丹】莫巧玲 【蔡丹丹】王玲飞 【蔡丹丹】陈丽君 
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 蔡贤洁 三等奖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cxj17462X】蔡贤洁 【cxj17462X】颜一鸣 
Scratch系列课程 泮玲珺 三等奖 三门县横渡镇中心小学 【plj130942】泮玲珺 
古诗词鉴赏系列之艺术手法 林辉敏 三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中学 【zgez012】林辉敏 【zgez012】戴丞娴 【zgez012】陈灵芝 
“因数和倍数”及拓展应用专题同步导学微课 高牡丹 三等奖 仙居县安洲小学 【gmd02002x】高牡丹 【gmd02002x】应益巧 
Learn to read,read to learn之26个字母语音拓展微课程 范湖萍 三等奖 黄岩区头陀小学 【fanhuping】范湖萍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 黄海棠 三等奖 黄岩区院桥初级中学 【hyqyqczhht】黄海棠 
作文小妙招 黄盼盼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小学 【hpp301847】黄盼盼 【hpp301847】冯霞 
分数除法系列微课 王群 三等奖 临海市桃渚镇中心校 【wq100106】王群 【wq100106】屈巧英 【wq100106】黄欢 
CorelDRAW服装面料设计应用实例 潘韫娴 三等奖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pyx250561】潘韫娴 【pyx250561】裘佳倩 
酸碱盐的性质 王超 三等奖 黄岩区沙埠中学 【hyqsbzxwc】王超 
一道中考压轴题的一题多解以及拓展 潘挺洋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章安中学 【pty254331】潘挺洋 
浮力复习 黄维 三等奖 三门县健跳镇六敖初级中学 【hw063021】黄维 
“春之彩”特色微课程 李佩君 三等奖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lpj183042】李佩君 【lpj183042】陈芳芳 【lpj183042】叶妮 【lpj183042】陈素 【lpj183042】林莉 
浮力 罗炳云 三等奖 临海市回浦实验中学 【lby116213】罗炳云 
小升初科学复习——实验与探究专题（教科版） 陈盼盼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cpp221021】陈盼盼 
元音字母长短音的发音 梁燕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心小学 【ly020088】梁燕 【ly020088】吴海莲 
Flash 动画制作 尚琴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中学 【sq081822】尚琴 
水位控制系统 亢爱琴 三等奖 台州市金清中学 【kaq191521】亢爱琴 
四连方系列课程 林熙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lx240626】林熙 
工具和机械 单元相关知识的微课程开发 胡丹益 三等奖 黄岩区西江小学 【xjhudy】胡丹益 
高中生物模型建构部分案例 陈阳益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中学 【cyy262186】陈阳益 【cyy262186】汪益嫔 【cyy262186】林菊英 【cyy262186】叶佳玲 
STEM微项目：物理与工程的桥梁 徐青青 三等奖 台州市第一中学
固定资产 官优秀 三等奖 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gyx125043】官优秀 
中考社会道法答题技巧 叶贤俊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三甲中学 【jjsjyxj】叶贤俊 
解析几何微课程 张洁 三等奖 台州市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圆锥曲线 张阳 三等奖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zy054429】张阳 【zy054429】林建华 【zy054429】周亚军 
小数的意义和性质 周溜园 三等奖 天台县福溪街道中心小学 【zly080562】周溜园 【zly080562】徐亚妮 
综合实践活动玩转系列 陈琪 三等奖 温岭市横湖小学 【achenqi】陈琪 【achenqi】张海燕 【achenqi】王清惠 【achenqi】王泠 【achenqi】韩思佳 
补间动画 奚慧惠 三等奖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xhh20664x】奚慧惠 
英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胡巍巍 三等奖 台州市院桥中学
中考化学专题复习 尤晓亚 三等奖 黄岩区院桥初级中学 【hyqyqczyxy】尤晓亚 【hyqyqczyxy】张中尉 【hyqyqczyxy】杨晓 【hyqyqczyxy】陈瑛 
小学数学拓展微课堂 沈婷 三等奖 玉环市沙门镇中心小学 【st270620】沈婷 【st270620】叶萍萍 
绘本与写话 张倩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zq182242】张倩 
古韵国风 陈素 三等奖 玉环市中心幼儿园 【cs150642】陈素 【cs150642】金一 【cs150642】李佩君 【cs150642】郑丽萍 【cs150642】陈芳芳 
Photoshop滤镜学习系列 张蓉蓉 三等奖 黄岩区院桥初级中学 【hyqyqczzrr】张蓉蓉 
我心中的房子 周依 三等奖 临海市机关幼儿园 【zy221888】周依 【zy221888】蒋斯璐 【zy221888】鲍晨依 
大智慧 小制作 施晓益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sxy020331】施晓益 【sxy020331】李玲红 【sxy020331】杨晓霞 【sxy020331】徐梦扬 【sxy020331】谢涛阳 
九年级英语语法系列微课 王美玲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第二中学 【wml246722】王美玲 
电工基础 微课程二 齐英翠 三等奖 浙江省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qyc042222】齐英翠 【qyc042222】周斌彬 【qyc042222】韩委轩 【qyc042222】金莉莉 
小学生朗读技巧指导 江向阳 三等奖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四小学 【jxy170329】江向阳 【jxy170329】王睿思 【jxy170329】范雯瑶 
PEP4 U5 Dinner's ready&PEP5 U3 What would you like? 叶亚男 三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沿赤中心小学 【yyn070782】叶亚男 
台州地方艺术 王莹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小学杨司校区 【jjwy】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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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元音和短元音发音 蔡灵玲 三等奖 三门县实验小学 【cll182427】蔡灵玲 
一针一线总关情——布艺的缝制微课程 林玲 三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林玲】林玲 【林玲】颜赛珍 【林玲】狄圣洁 
小学语文修辞 吴梦婷 三等奖 温岭市松门镇中心小学 【wmt075626】吴梦婷 【wmt075626】林佳 【wmt075626】陈逾 
小学生古诗词鉴赏技巧 方雪虹 三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 【方雪虹fxh】方雪虹 
情韵汉字，融美童心 张妮娜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中心小学 【jjznn】张妮娜 【jjznn】陈青亚 【jjznn】金礼朋 【jjznn】徐静 
传统中国味 罗爱仙 三等奖 三门县心湖小学 【lax100041】罗爱仙 
秦始皇开创大一统的基业 吴珍妮 三等奖 三门县沙柳街道初级中学 【wzn220021】吴珍妮 
常见修辞手法 王恩敏 三等奖 黄岩区头陀小学 【wangenmin】王恩敏 
八年级上册整式乘法和因式分解 陈芳 三等奖 黄岩区高桥中学 【gqzxcf】陈芳 
微复习在小学科学复习中的应用 王娇娇 三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沿赤中心小学 【wjj213227】王娇娇 
部编版小学语文习作教学精粹 潘傲纯 三等奖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四小学 【pac020564】潘傲纯 【pac020564】吴松苗 【pac020564】洪维维 
小学阶段统计 奚漂漂 三等奖 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 【xpp066647】奚漂漂  徐天赢 
初中英语代词专项复习 徐玲萍 三等奖 临海市回浦实验中学 【xlp120604】徐玲萍 
长方体和正方体 李乐佳 三等奖 黄岩区江口街道中心小学 【llj160027】李乐佳 
小学低段语文趣味识字 王丽娜 三等奖 温岭市坞根镇中心小学 【wanglina1】王丽娜 
认识平面图形 蔡伟荣 三等奖 温岭市横湖小学 【cwr121814】蔡伟荣 【cwr121814】陈卫平 【cwr121814】张丹燕 【cwr121814】曾巧峰 
法律专题复习 李利华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实验中学 【llh272026】李利华 
字处理和表处理 顾云琴 三等奖 温岭市新河中学 【xhzxg3528】顾云琴 
篮球体前变向换手运球 叶剑挺 三等奖 黄岩区新前中学 【hyxzyjt】叶剑挺 
高一化学1专题1物质的量系列 傅东芳 三等奖 临海市灵江中学 【fdf290608】傅东芳 
图形系列微课程 颜美红 三等奖 温岭市城西小学 【cxpsymh】颜美红 
长方体和正方体（一） 金珊珊 三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中心小学 【jss16232x】金珊珊 
走进田园   趣聊农耕 郑  瑛 三等奖 三门县亭旁镇中心小学 【zy160981】郑  瑛 
幼儿园“鲜美课程”大班泥塑系列微课 杨晓琪 三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小雄中心幼儿园 【yxq171267】杨晓琪 
浮力 吴晓林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中学 【wxl126864】吴晓林 
flash动画制作 金隐倩 三等奖 临海市括苍镇中心校 【jyq210427】金隐倩 【jyq210427】何礼聪 
画中山河 滕蕾莎 三等奖 龙溪乡中心幼儿园 【tls142464】滕蕾莎 【tls142464】陈伊丽 【tls142464】林萌 【tls142464】赵霜红 【tls142464】唐文静 
几何图形初步 仇根仙 三等奖 临海市灵江中学 【cgx024262】仇根仙 
面积微课堂 叶莹莹 三等奖 天台小学 【yyy140585】叶莹莹 
整式的加减 周明娟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三甲中学 【jjsjzmj】周明娟 
革命年代的红色精神系列微课 朱伟杨 三等奖 台州市院桥中学 【zhuweiyang1】朱伟杨 
全等三角形 金东国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三甲中学 【jjsjjdg】金东国 
人教版小学数学统计微课程 林怡 三等奖 温岭市城东小学 【rhxx067】林怡 【rhxx067】应茜茜 【rhxx067】张笑雪 
小学一年级上册写字教学微课程 赵晶 三等奖 温岭市锦园小学 【zj042701】赵晶 【zj042701】邵玲燕 
轻松愉快记单词 郭璐璐 三等奖 台州市三梅中学 【gll300025】郭璐璐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小说鉴赏 陈玲玲 三等奖 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hyezchenll】陈玲玲 
空间与图形测量 王冬英 三等奖 台州市白云小学 【byxx_wangdy】王冬英 
利用思维导图破解中考科学说理题 余佳静 三等奖 天台县龙溪中学 【yjj263141】余佳静 
走进一元二次方程 卢洲 三等奖 临海市东塍镇中学 【lz296215】卢洲 
叶·韵 陈佳 三等奖 温岭市中心幼儿园 【陈佳1】陈佳 【陈佳1】陈怡 【陈佳1】余玮楠 【陈佳1】李静静 【陈佳1】潘挺奇 
小学低段计算课微课教学 陈奇 三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t_chenqi】陈奇 
小学高段思维导图特训 梁建斌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ljb292516】梁建斌 
水的专题 程琦琪 三等奖 临海市城西中学 【cqq283204】程琦琪 【cqq283204】杨晨娜 【cqq283204】陈羚佳 【cqq283204】孙璐璐 
湖泊专题 胡雨娴 三等奖 台州市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hyx040021】胡雨娴 【hyx040021】张芸 
汉语拼音发音突破学习 孔巧芝 三等奖 玉环市环山小学 【kongqz】孔巧芝 
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季力 三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 【季力jl】季力 【季力jl】方芳 【季力jl】王婉婉 【季力jl】叶菲菲 
中考文言实词选讲 梁佳辉 三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中学 【stzxljh】梁佳辉 【stzxljh】王佳佳 【stzxljh】毛欣欣 
句子王国的秘密 颜晓晓 三等奖 温岭市温峤镇第三小学 【yanxx88】颜晓晓 
相遇问题 阮佳珍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jjrjz】阮佳珍 
分数的意义与性质 刘君杰 三等奖 温岭市泽国镇第二小学 【zgexljj】刘君杰 
小桔灯 林玲 三等奖 三门县中心幼儿园 【ll110568】林玲 【ll110568】胡淑嫣 【ll110568】王佩俊 【ll110568】俞诗琦 
九年级英语之语法填空 王敏智 三等奖 临海市桃渚中学 【wmz188106】王敏智 
数学广角 林颖 三等奖 玉环市实验学校 【ly200621】林颖，叶晶晶，洪婷婷 
图形的变换 张玲琴 三等奖 临海市涌泉中学 【zlq304606】张玲琴 
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自然环境 阮眉纤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下陈中学 【jjrmq】阮眉纤 
分数 顾璐 三等奖 黄岩实验小学 【hysyxxgl】顾璐 
趣学Scratch 朱欣欣 三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林迪生小学 【zxx247322】朱欣欣 
一元二次方程 陈晶晶 三等奖 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cjj252626】陈晶晶 
巧手剪纸课 陈敏晓 三等奖 温岭市锦园小学 【chenmx7】陈敏晓 
一起玩乘法 程莉洒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实验小学 【cls273745】程莉洒 【cls273745】章海燕 【cls273745】潘丹萍 【cls273745】王灵燕 
线、形、体的认识 陈卫菊 三等奖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cwj11748x】陈卫菊 
物质的分离与提纯 项美丽 三等奖 浙江省三门中学 【smxiangml】项美丽 
中职英语语法集 金晓丽 三等奖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jxl30058x】金晓丽 
应用文的学习 吴林芽 三等奖 温岭市坞根镇中心小学 【wulinya】吴林芽 【wulinya】蔡梦莎 【wulinya】陈叮妮 【wulinya】朱茜茜 【wulinya】王静涵 
拼搭中的学问 章佳慧 三等奖 玉环市芦浦镇中心小学 【zjh122023】章佳慧 
数学广角系列课程 林熙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lx240626】林熙 
小学英语语音教学 金伟佳 三等奖 临海市上盘镇中心校 【jwj046227】金伟佳 
绘制建筑立面图 朱慧龙 三等奖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zhl070512】朱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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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六年级（上）复习拓展系列微课程 林峰 三等奖 黄岩区锦江小学 【hy210034】林峰 
PEP教材六年级全册各单元复习 金潇潇 三等奖 临海市东塍中心校 【jxx09006X】金潇潇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孙芬芳 三等奖 临海市古城小学 【sff19426x】孙芬芳 
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梅美仙 三等奖 清港镇中心幼儿园 【mmx111468】梅美仙 【mmx111468】王肖肖 
简易方程 张琴 三等奖 温岭市新河镇高桥小学 【gqxxzhangq】张琴  丁欣欣 
七下英语语法同步教学 王雅雅 三等奖 临海市桃渚中学 【wyy291865】王雅雅 
大班综合：各种各样的树 包玲燕 三等奖 临海市白水洋镇白水洋小学 【bly270089】包玲燕 
数学广角 杨卫飞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中山小学杨司校区 【jjywf】杨卫飞 【jjywf】徐喜 【jjywf】卢伟青 【jjywf】应明 【jjywf】卢萍 
分数乘法 洪少峰 三等奖 天台县福溪街道中心小学 【hsf060914】洪少峰 【hsf060914】陈锦莉 【hsf060914】许玲平 
解密 数学广角 邬凯欣 三等奖 温岭市大溪镇麻车屿小学 【wkx010027】邬凯欣 【wkx010027】朱君棋 【wkx010027】王银满 【wkx010027】章晶晶 【wkx010027】林靖杰 
Dinner's ready 何晶莹 三等奖 天台小学 【hjy010524】何晶莹  【hjy010524】徐佩佩  【hjy010524】陈优双 
语音教学 柳娌娌 三等奖 临海市大田中心校 【lll015529】柳娌娌 【lll015529】罗美芳 【lll015529】鲍旭梦 
石桥探蕴2 潘晨霞 三等奖 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panchenxia】潘晨霞 
杖藜扶我过桥东——“古诗词鉴赏”解题指导 钟玲芬 三等奖 温岭市大溪第二中学 【钟玲芬】钟玲芬 【钟玲芬】谢彩冬 【钟玲芬】邵建伟 
机械识图 陶海鸿 三等奖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thh125129】陶海鸿 【thh125129】胡海波 【thh125129】赵丹焱 
生活中的趣味编程 曾进宏 三等奖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中心小学 【zjh241612】曾进宏 
玩转花生 李婉锦 三等奖 清港镇中心幼儿园 【lwj053069】李婉锦 
如何明字义 袁茜茜 三等奖 临海市上盘镇中心校 【yxx262348】袁茜茜 
分数的意义与性质及加减法 林佳倩 三等奖 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 【ljq154063】林佳倩 【ljq154063】吴超君 【ljq154063】江婷婷 【ljq154063】陈艳 【ljq154063】陈才永 
小学英语语法总复习 王玲艳 三等奖 临海市桃渚镇中心校 【wly027228】王玲艳 
小学Scratch趣味编程 徐小波 三等奖 玉环市环山小学 【xuxb111】徐小波 
小数除法 张彩霞 三等奖 天台县坦头镇中心小学 【syzx_zcx】张彩霞 【syzx_zcx】张彩霞 【syzx_zcx】赵丽萍 【syzx_zcx】许天沂 
有趣的数学问题 颜小哲 三等奖 玉环市楚门中心小学 【yxz162049】颜小哲 
建构生物模型 探索生命奥秘 徐建伟 三等奖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xjw240037】徐建伟 【xjw240037】卢佳伟 【xjw240037】程韦羲 
数学规律之美 陈敏燕 三等奖 仙居县特殊教育中心 【cmy014649】陈敏燕 
仙居山歌 朱敏娅 三等奖 仙居县白塔镇第二小学 【zmy132526】朱敏娅 
诗歌鉴赏专题微课程 鲁芳 三等奖 温岭市之江高级中学 【zjlf】鲁芳 
Python海龟绘图入门 戴盛平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实验中学 【dsp271114_remark】戴盛平 【dsp271114_remark】陈俏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小学低年级由课本指向课外的写话训练微课程探究王晶晶 三等奖 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中心小学 【wjj14002x】王晶晶 【wjj14002x】陈佳 【wjj14002x】任灵萍 【wjj14002x】江丽 【wjj14002x】林群英 【wjj14002x】毛炜丽 【wjj14002x】柯听挺 
生活技能大比拼 金晶 三等奖 龙溪乡中心幼儿园 【jj032487】金晶 【jj032487】曹红梅 【jj032487】林瑶瑶 【jj032487】陈爱 【jj032487】毛圆圆 
绘画填涂 叶曼宇 三等奖 龙溪乡中心幼儿园 【ymy203027】叶曼宇 
丰收的秋天 赵霜红 三等奖 龙溪乡中心幼儿园 【zsh05202X】赵霜红 【zsh05202X】滕蕾莎 【zsh05202X】唐文静 【zsh05202X】林瑶瑶 【zsh05202X】陈伊丽 
初中英语阅读解题策略 徐誉嫣 三等奖 温岭市温西中学 【xyy140029】徐誉嫣 【xyy140029】伍佩婷 【xyy140029】江梦雅 【xyy140029】林丹妮 【xyy140029】谢晓琪 【xyy140029】谢景瑶 【xyy140029】陈雅婷 
超轻黏土——海底总动员 陈爱 三等奖 龙溪乡中心幼儿园 【ca16346X】陈爱 【ca16346X】毛园园 【ca16346X】曹红梅 【ca16346X】金晶 【ca16346X】林瑶瑶 
等腰三角形 李相形 三等奖 三门县浦坝港镇泗淋初级中学 【lxx229221】李相形 
嗨！南瓜 林瑶瑶 三等奖 龙溪乡中心幼儿园 【lyy242783】林瑶瑶 【lyy242783】赵霜红 【lyy242783】陈爱 【lyy242783】毛园园 【lyy242783】金晶 
偏旁辨辨辨 郑玲 三等奖 温岭市滨海镇中心小学 【郑玲】郑玲 【郑玲】管蒙蒙 【郑玲】汪美玲 【郑玲】叶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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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y162221】张译尹 【zyy162221】潘敏燕 【zyy162221】滕婉贞 【zyy162221】陈芝 【zyy162221】陶志国 【zyy162221】王 懿 【zyy162221】罗彬芯 

7



8



9



10



【wjj14002x】王晶晶 【wjj14002x】陈佳 【wjj14002x】任灵萍 【wjj14002x】江丽 【wjj14002x】林群英 【wjj14002x】毛炜丽 【wjj14002x】柯听挺 

【xyy140029】徐誉嫣 【xyy140029】伍佩婷 【xyy140029】江梦雅 【xyy140029】林丹妮 【xyy140029】谢晓琪 【xyy140029】谢景瑶 【xyy140029】陈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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